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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肺炎新生儿血清 sICAM1、25(OH)D水平与炎性因子的关系
代红 1，范小康 2

咸阳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 1、儿科 2，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 目的 分析感染性肺炎新生儿血清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 (sICAM1)、血清25羟维生素D [25(OH)D]

水平与炎性因子的关系。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取咸阳市中心医院2017年8月至2019年8月期间收治的

120例感染性肺炎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其中 49例重症患儿为重症组，71例轻症患儿为轻症组，另选同期健康新生

儿 50例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三组新生儿的血清 sICAM1、25(OH)D及炎性因子水平，并进

行组间对比，采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血清 sICAM1、25(OH)D与炎性因子水平的相关性。结果 重症组患儿的

血清 sICAM1、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介素-6 (IL-6)及降钙素原(PCT)分别为(261.38±34.68) ng/mL、(98.23±

10.23) pg/L、(51.76±8.11) ng/L、(0.65±0.15) μg/L，明显高于轻症组的 (211.09±28.34) ng/mL、(71.87±9.18) pg/L、

(29.44±6.87) ng/L、(0.52±0.10) μg/L和对照组的(123.98±16.23) ng/mL，(43.23±6.87) pg/L、(12.86±4.03) ng/L、(0.29±

0.05)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重症组患儿的血清 25(OH)D水平为(10.89±3.01) μg/L，明显低于轻症组

的(14.38±4.12) μg/L和对照组的(35.80±5.68)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感染性肺炎新生儿血清 sICAM1与TNF-α、IL-6、PCT均呈正相关(r=0.512、0.498、0.479，P<0.05)，血清 25(OH)D与

TNF-α、IL-6、PCT均呈负相关(r=-0.487、-0.509、-0.490，P<0.05)。结论 感染性肺炎新生儿血清 sICAM1水平异

常升高，25(OH)D水平异常降低，且血清 sICAM1和 25(OH)D与炎性因子均有相关性，监测新生儿血清 sICAM1、

25(OH)D水平可为新生儿感染性肺炎的诊断、病情评估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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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sI-

CAM1), serum 25 hydroxyvitamin D [25(OH)D]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neonates with infectious pneumonia.

Methods The p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120 newborn infants with pneumonia from August 2017 to August

2019 in Xianyang Central Hospital, including 49 severe children (the severe group) and 71 mild children (the mild

group), and another 50 healthy newborns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serum sI-

CAM1, 25(OH)D,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three groups were detect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and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sI-

CAM1, 25(OH)D and disease condition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Results The serum levels of sICAM1,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interleukin-6 (IL-6), and procalcitonin (PCT) in the severe group were (261.38±34.68) ng/mL, (98.23±

10.23) pg/L, (51.76 ± 8.11) ng/L, (0.65 ± 0.15) μg/L,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rresponding

(211.09±28.34) ng/mL, (71.87±9.18 ) pg/L, (29.44±6.87) ng/L, (0.52±0.10) μg/L in the mild group and corresponding

(123.98±16.23) ng/mL, (43.23±6.87) pg/L, (12.86±4.03) ng/L, (0.29±0.05) μg/L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but

the levels of serum 25(OH)D in the severe group was (10.89±3.01) μg/L,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4.38±

4.12) μg/L in the mild group and (35.80±5.68) μg/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erum sICAM1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NF-α, IL-6 and PCT in neonates with septic pneumonia (r values=0.512, 0.498, 0.479, P<0.05), and

serum 25(OH)D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NF-α, IL-6 and PCT (r values=-0.487,-0.509,-0.490, P<0.05).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serum sICAM1 is abnormally increased and the level of 25(OH)D is abnormally decreased in

neonates with infectious pneumonia, and both serum sICAM1 and 25(OH)D are correlated with inflammatory factors.

Monitoring the serum sICAM1 and 25(OH)D levels in neonates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dis-

ease assessment of neonatal infectious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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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在分娩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免疫系统功

能尚未构建，对于外界的致病微生物侵袭几乎无抵御

能力，在分娩后的一个月内极易引发感染性肺炎。新

生儿感染性肺炎是指由于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病毒

等感染引起的新生儿肺部感染[1-2]。新生儿感染肺炎

后表现为发热、咳嗽、呼吸困难、肺部湿罗音等，多数

患儿在发病后病情迅速进展，导致患儿的呼吸功能严重

受损，进而引起呼吸衰竭及休克，甚至导致死亡[3-4]。因

此，对于新生儿感染性肺炎尽早的确诊和采取积极有效

的治疗手段干预，有助于延缓病情进展。血清可溶性细

胞间黏附分子-1 (serum 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sICAM1)是黏附分子家族中的重要组成因

子，能够介导患者细胞间、细胞内的基质联合，在各种

炎症性疾病中呈现高表达 [5-6]。血清 25 羟维生素 D

[serum 25 hydroxyvitamin D，25(OH)D]为维生素 D 在

人体内的存在形式，是衡量机体营养状态的重要指

标，此外还可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炎性因子水平，并

在机体的生长发育、维持机体正常状态中发挥重要作

用[7-8]，推测两者可能参与了新生儿感染性肺炎的发生

发展过程，但目前对此猜想尚未有深入的研究报道，

两者是否可用于评估新生儿感染性肺炎的病情尚未

可知。因此，本研究通过检测感染性肺炎新生儿血清

sICAM1、25(OH)D水平，并探讨其与炎性因子水平的

关系，与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选取2017

年8月至2019年8月期间在咸阳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

的 120例感染性肺炎新生儿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①患儿经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及症状诊断确诊为

感染性肺炎，符合感染性肺炎的相关诊断标准[9]；②均

为在我院出生的新生儿，日龄≤28 d；③患儿的临床资

料完整。排除标准：①伴有先天性疾病患儿；②早产

及其他异常妊娠、分娩的新生儿；③患儿为吸入性肺

炎。根据患儿的病情状况将其分为轻症患儿 71例和

重症患儿 49例，其中重症肺炎的诊断标准参照《临床

疾病诊断与疗效判断标准》中的相关标准[10]。另选同

期在我院分娩的健康新生儿50例为对照组，其各项生

命体征指标正常。本研究研究方案经我院伦理学委

员会审查通过，并取得患儿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采集所有新生儿空

腹静脉血 3 mL，在Sigma1-14型台式高速离心机(德国

西格玛公司)中离心分离，转速3 000 r/min、离心5 min、

离心半径5 cm，分离得到血清样本，置于冰箱中保存备

用。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sICAM1、25(OH)D、

炎性因子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TNF-α)、白介素-6 (interleukin-6，IL-6)、降钙素

原(procalcitonin，PCT)水平，检测仪器为 MDR96 型多

功能酶标仪(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试剂盒购于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操作步骤

严格按仪器、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1.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经检验均符合正态分布、方差齐

性，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LSD-t
检验，三组间对比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比或绝对数表示，采用χ2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性

分析血清 sICAM1、25(OH)D 与炎性因子水平的相关

性，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新生儿的一般资料比较 三组新生儿

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三组新生儿的一般资料比较(x-±s)

组别

重症组

轻症组

对照组

F/χ2值

P值

例数

49

71

50

男性

24

34

26

女性

25

37

24

日龄(d)

23.87±3.90

23.09±3.87

24.22±3.59

0.441

0.660

体质量(kg)

3.98±1.35

3.78±1.45

3.67±1.54

1.064

0.290

血钙(mmol/L)

2.31±0.67

2.39±0.71

2.45±0.78

1.231

0.298

孕周(周)

39.98±0.79

39.43±0.70

39.23±0.85

1.323

0.290

顺产

34

55

33

剖宫产

15

16

17

2.095

0.351

分娩方式(例)性别(例)

0.204

0.903

2.2 三组新生儿的血清 sICAM1、25(OH)D 水平

比较 轻症组、重症组患儿的血清 sICAM1水平明显

高于对照组，25(OH)D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且重症

组患儿血清 sICAM1 水平明显高于轻症组，25(OH)D

水平明显低于轻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2.3 三组新生儿的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轻

症组、重症组患儿的血清TNF-α、IL-6、PCT水平明显高

于对照组，重症组患儿血清TNF-α、IL-6、PCT水平明显

高于轻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 三组新生儿的血清 sICAM1、25(OH)D水平比较(x-±s)

组别

重症组

轻症组

对照组

F值

P值

例数

49

71

50

sICAM1 (ng/mL)

261.38±34.68ab

211.09±28.34a

123.98±16.23

9.347

0.001

25(OH)D (μg/L)

10.89±3.01ab

14.38±4.12a

35.80±5.68

4.821

0.001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轻症组比较，bP<0.05。

··1246



Hainan Med J, May 2021, Vol. 32, No. 10

2.3 血清 sICAM1 和 25(OH)D 与炎性因子的相

关性 经 Pearson相关性分析发现，感染性肺炎新生

儿血清 sICAM1 与 TNF-α、IL-6、PCT 均呈正相关(P<

0.05)，25(OH)D 与 TNF-α、IL-6、PCT 均呈负相关(P<

0.05)，见表4。

3 讨论

新生儿感染性肺炎在感染的早期并无特征性的

症状表现，易造成患儿的漏诊和误诊。若在患儿早期

未进行有效的治疗，感染性肺炎新生儿的病情会迅速

进展至重症阶段，此时患儿会出现呼吸困难、血氧饱

和度显著下降、合并全身其他脏器感染、休克甚至导

致患儿死亡[11]。在既往的临床治疗中，通常将血液病

原菌培养结果作为该疾病诊断及病情评估标准，但早

期的病原菌浓度低、培养周期长、时效性不足 [12]。另

外，IL-6、PCT、CRP等多种炎症标志物也是新生儿感

染性肺炎常用的诊断标志物，但存在特异性不强、准

确度低等问题，难以做到准确诊断[13-14]。因此，寻找新

的血清标志物对于感染性肺炎新生儿的早期诊断及

病情评估有重要意义。

肺炎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局部炎症程度、肺部炎症

的散播及全身炎症的反应程度[15]。新生儿容易发生感

染，尤其是呼吸道感染，通常是由于新生儿免疫功能

暂时性低下引起[4]。sICAM1是可溶性黏附因子家族

中的重要成员，主要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表面，在某

些因素的诱导下，可以从细胞表面脱落溶解在血液

中，加剧机体炎性反应；另外，sICAM1进入血液中还

可与炎性细胞产生黏附作用，促进炎性细胞的增长，

并诱导嗜酸性粒细胞发生迁移[16]。在本研究中，感染

性肺炎患儿的血清 sICAM1水平高于对照组，且重症

患儿的血清 sICAM1水平高于轻症患儿，表明 sICAM1

可能参与感染性肺炎的发生发展过程，这是因为 sI-

CAM1可促使患儿的肺泡细胞与肺泡外基质细胞相互

黏附，导致患儿呼吸道黏液水平升高，促进机体炎性

反应的加剧。卢美萍等的研究也指出 sICAM1参与了

新生儿肺炎的炎症过程[17]。维生素D是机体内重要的

微量元素，25(OH)D是维生素D在机体内的存在形式，

其在免疫功能调节、炎性反应调节、营养支持补充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18-19]。在本研究中，重症、轻症患儿

的血清25(OH)D水平均低于对照组，且重症患儿的血

清25(OH)D水平低于轻症患儿，表明在感染性肺炎新

生儿体内25(OH)D呈现缺乏状态，并且其缺乏越严重，

患儿的病情越严重[20]。这是因为当机体25(OH)D缺乏

时会导致外周血T淋巴细胞数减少，单核巨噬细胞的吞

噬杀伤能力也会减弱，抗菌蛋白合成分泌减少，免疫球

蛋白水平低下，进而导致呼吸道抵抗力降低，增加呼吸

道的易感性，增加感染性肺炎的发生概率[21]。因此，新

生儿出生后及时补充足量的维生素D，对于新生儿感染

性肺炎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感染性肺炎的发生发展

是一个经典的炎性反应参与过程，常伴随着多种炎性

因子水平的上升，TNF-α、IL-6、PCT是临床常用的炎症

因子指标，TNF-α是一种主要由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

产生的促炎细胞因子，并参与正常炎症反应和免疫反

应，IL-6是由多种细胞产生并作用于多种细胞的一类

细胞因子，通过调节来源于淋巴细胞或巨噬细胞的许

多因子参与多种炎症反应[14]。PCT反映了全身炎症反

应的活跃程度，当机体受到外界感染后会刺激PCT的

显著上升[13]。本研究中重症、轻症患儿的血清TNF-α、
IL-6、PCT水平均高于对照组，且重症组以上指标水平

高于轻症组，进一步佐证了感染性肺炎新生儿血清中

炎性因子的异常表达，且其水平随着病情严重程度增

加而升高；在相关性分析中，感染性肺炎新生儿血清sI-

CAM1 与 TNF-α、IL-6、PCT 均呈正相关，25(OH)D 与

TNF-α、IL-6、PCT均呈负相关，表明sICAM1、25(OH)D

与新生儿感染性肺炎的发生及病情严重程度具有一定

的关联，可通过对新生儿血清 sICAM1、25(OH)D水平

进行监测，为新生儿感染性肺炎的诊断提供一定参考。

综上所述，感染性肺炎新生儿血清 sICAM1水平

异常升高，25(OH)D 水平异常降低，并与血清炎性因

子有一定关联。因此，通过对新生儿血清 sICAM1、

25(OH)D水平进行监测，可为新生儿感染性肺炎的诊

断、病情评估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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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73

0.001

IL-6 (ng/L)

51.76±8.11ab

29.44±6.87a

12.86±4.03

14.871

0.001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轻症组比较，bP<0.05。

PCT (μg/L)

0.65±0.15ab

0.52±0.10a

0.29±0.05

5.118

0.001

表4 血清 sICAM1和25(OH)D与炎性因子的相关性

指标

TNF-α
IL-6

PCT

r值
0.512

0.498

0.479

P值

0.000

0.003

0.008

r值
-0.487

-0.509

-0.490

P值

0.007

0.001

0.004

sICAM1 25(O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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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司维拉姆联合血液透析和血液灌流
治疗CKD-MBD的疗效及对患者微炎症状态和钙磷代谢的影响

王吉萍，朱俊雅，吴丽华，陈海金

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血液净化科，广东 湛江 524001

【摘要】 目的 探究碳酸司维拉姆联合血液透析和血液灌流治疗慢性肾脏病矿物质和骨代谢异常

(CKD-MBD)的疗效及对患者微炎症状态和钙磷代谢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广东省农垦中心医院血液净化科

2018年2月至2020年2月治疗的82例CKD-MBD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治疗方法不同分组，其中41例采用血液

透析和血液灌流治疗者纳入对照组，41例采用碳酸司维拉姆联合血液透析和血液灌流治疗者纳入研究组，比较两

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治疗前、治疗结束随访2个月后的C反应蛋白(CRP)、血钙、血磷、血清甲状旁腺激素(PTH)

和尿素氮(BUN)水平。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97.56%，高于对照组的75.61%，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钙、血磷、CRP、PTH、BUN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

患者的血钙水平明显升高，CRP、PTH、BUN水平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治疗后，研究组与对照

组患者的血钙水平分别为(2.55±0.48) mmol/L、(2.51±0.43) mmol/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研究组患者的

CRP、PTH、BUN水平分别为(6.19±1.98) mg/L、(42.55±5.12) pg/mL、(13.98±3.17) mmol/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3.93±

3.01) mg/L、(82.91±6.03) pg/mL、(18.38±4.01) m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血磷水

平为(1.72±0.49) mmol/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38±0.52) m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患者的不良情

况发生率为4.78%，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1.9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碳酸司维拉姆联合血液透析和

血液灌流治疗CKD-MBD能改善患者的微炎症状态和高血钙、磷代谢症状，临床治疗效果好。

【关键词】 慢性肾脏病矿物质和骨代谢异常；碳酸司维拉姆；血液透析；血液灌流；微炎症状态；钙磷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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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sevelamer carbonate combined with hemodialysis and hemoperf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mineral and bone disorder and its effect on micro-inflammation and calcium and
phosphorus metabolism. WANG Ji-ping, ZHU Jun-ya, WU Li-hua, CHEN Hai-jin. Department of Blood Purification,
Guangdong Agricultural Reclamation Central Hospital, Zhanjiang 52400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evelamer carbonate combined with hemodialysis and hemoper-

f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mineral and bone disorder (CKD-MBD)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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